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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稿訊息 
本刊物每 1、4、7、10 月之第一個
星期一為發刊日，歡迎會員踴躍投
稿。請於發刊日前一月 20 日以前將
來稿投至：twiapnews@gmail.com 
 
「活動報導」徵求前季學會主辦之
活動或參訪國際病理學術會議之紀
錄，文字部份以 1500 字為限，活動
照片以 2 張為限。 
「會員園地」徵求會員散文、新詩、
繪畫或攝影等作品，篇幅短小為
佳，長篇可連載 

 

                    理  事  長  的  話                       

賴瓊如 理事長 

在 5 月學會年會上看到許許多多會員從全台各地踴躍地來參加年會，尤其與

很多老朋友及老師們見面，格外開心。非常感謝大家的捧場，到目前為止，學會

所舉辦的各種活動及會議都很賣座。更重要的是，得到参加者很多正向的回饋，

讓我們秘書處感到很欣慰。當然，也有些批評與建議，我們也同樣感謝願意告訴

我們的會員，因為這樣，我們才能有改善的機會。 

另外，各委員會工作都很平均且蓬勃發展，讓學會的運作更完善與平順。最

近，腎臟病理委員會也已經成立，即將舉行討論會及製訂某些腎臟切片的報告格

式，我想對會員平常的腎臟切片報告應該幫忙很大。 

分子病理教育及訓練的事務，已經分別在奇美、北病、國衛院舉辦教學及實

地觀摩，這種模式是學會第一次的嘗試，非常感謝這 3 個單位老師們的幫忙，受

訓醫師們都有很多收獲，會後委員會也收集意見並檢討，作為改善的依據。 

接下來還有很多精彩的活動及會議要登場，請大家上學會網站追蹤訊息，踴

躍參加我們為大家準備的豐盛饗宴。 

 

祝福大家身體健康、事業順利！ 

 

            賴瓊如敬上 

答案：Inclusion body fibromatosis 

案例提供：皮膚病理委員會 廖肇裕醫師 

上期 Case Challenge 解答 

http://twiap.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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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解： 

Inclusion body fibromatosis 是一少見且頗具臨床病理特

色之良性纖維母細胞/肌纖維母細胞增生之疾病。也稱為

infantile digital fibromatosis 或 infantile digital 

fibroma，通常發生在兩歲以下的小孩子，但並不只侷限於

嬰兒或指(趾)頭，少數案例報告於成人，有些案例為多發

性，影響兩隻以上的指(趾)頭。典型位置為指或趾頭末端

(distal phalanges)，有趣的是通常不會發生在大拇指或大

腳趾。顯微組織鏡檢可見纖維母細胞或肌纖維母細胞之增

生成束狀排列在一膠原樣的基質，細胞常和表皮垂直排

列，病變主要見於真皮但也可延伸至皮下組織。偶爾可見

有絲分裂但細胞為良性，整體而言邊界不具有莢膜呈不規

則狀。診斷特點是細胞質裡呈伊紅性之包涵體(inclusion 

body)，大小和紅血球相當，此包涵體可用 Trichome 染色

或 muscle actin 免疫染色染上，但 PAS 染色為陰性，此包

涵體被推測為可能是肌動蛋白的聚集。 

作答統計： 

本次共有 61 位醫師線上作答，有 45 位答對，答對率為

73.8%。有 8 位醫師選擇 Sclerosing perineurioma，佔

13.1%，有 6 位選擇 Superficial fibromatosis，佔 9.8%，

另有 2 位選擇 Superficial acral fibromyxoma，佔 3.3%。

再次感謝熱心提供案例的臺大醫院廖肇裕醫師，以及上期

認真作答的會員們。 

 

              活  動  報  導               
2018 亞澳肺臟病理學會年會 AAPPS 回顧及花絮 

彰化基督教醫院 陳志榮醫師 

 

今年在台北舉行的第五屆 2018 亞澳肺臟病理學會年

會 (Asia-Australasia Pulmonary Pathology Society, 

AAPPS)，在黃秀芬教授的細心安排及台灣病理學會的鼎力

協助，獲得參與國家的高度肯定及推崇，順利圓滿的落幕

了，也完成了一個成功的國民外交。我也因工作人員之故，

有機會近身觀察這些大師們私底下”可愛”的一面。 

AAPPS 的創始人 Osamu Matsubara 教授很感動，他

說這是 AAPPS 的獨立日(independent day)，第一次不用

再 跟 別 的 年 會 一 起 合 辦 (如 之 前 和 APIAP(Asia Pacific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Pathology)或 APSMI (Asia 

Pacific Society for Molecular Immunohistology)一起合

辦過)，且有完整且精彩的內容，參加的人數又多。他實在

是太感動了，因為 AAPPS 是他催生的，就如同他的小孩一

般。高興之餘，一直找我們喝酒慶祝，讓我第一次見識到

日本人混合喝酒的本事(啤酒+白酒+紅酒+…)。後來興致一

來，又想高歌一曲，無奈 KTV 包廂已經關了，只好作罷。 

另外，還請到了大師級的 Mayo clinic Dr. Henry D. 

Tzaelaar，大師精彩的間質肺病(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

演講，讓人耳目一新。大師深入淺出的解釋，把讓我們在

每次遇到都很掙扎的困難案例，談笑間迎刃而解，讓人印

象深刻。Dr. Henry D. Tzaelaar 還半開玩笑的說，AAPPS

的第一個”A”是 Asia 的意思，而美國其實也算是亞太國

家，也算是 Asia 的一員，不然，AAPPS 可能就要改成 ”

A”(America)-AAPPS。他勉勵我們要善用國際平台，來加

強國際的交流及合作。 

韓國的 Han Kyeom Kim 教授，很認真的告訴我們韓國

的肺臟病理的發展，還有去蒙古支援的情況。酒酣耳熱之

際，聊到他也是韓國劍道協會的重要人物，他本身劍道 7

段。杭秘書長聽到，馬上想起了美國疾病管制局(CDC)的謝

文儒醫師，立刻把他請過來和 Han Kyeom Kim 教授會面。

原來謝醫師深藏不露，他本是劍道 4 段的高手，兩人相見

歡，就當場比手畫腳了一下，好像武林高手煮酒論劍一般。

日本的 Yuichi Ishikawa 教授聞訊，也隨即過來湊熱鬧，他

本身也是柔道高手，一下子我們吃飯的桌子就變成了一個

武林大會。 

另外，韓國的 Kun Young Kwon 教授，一直在推廣

AAPPS 的工作及國際交流，他是一個沉默友善的人，長得

很像韓劇內演傳統韓國好爸爸、好丈夫的形象。他跟我們

分享了許多他去支援蒙古肺臟病理的奇聞軼事，及分享許

多他拍的美麗風景照片。 

這一次還有一個特點，新加坡中央醫院(Singapore 

General Hospital)來了許多在肺臟病理有鑽研的病理醫師

共襄盛舉，如 Dr. Angela Chong、 Dr. Norman Chan Hok 

Ling、Dr. Issam Jajeh、Dr. Lau Kah Weng、Dr. Jabed Iqbal 

和 Dr. Alvin Soon Tiong Lim。除了肺臟腫瘤形態學的分

析、還有肺癌分子病理的特色及個人化醫療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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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東南亞國家的醫師(越南、緬甸、孟加拉及泰國)，

因為國內並沒有建立很完整的肺臟病理專科，或還在建構

中，或還沒成立，所以他們來參加的人也跟我們分享了心

得。他們很高興藉由這個機會，利用 AAPPS 這交流平台來

加強國際合作，及提升肺臟病理診斷的水準。 

我個人也很珍惜這一次難得的經驗。除了在肺臟病理

的診斷上有切磋交流的機會，提升病理診斷的精確度及診

斷標準的共識性。另一方面，也開拓學會年輕醫師在國際

病理的人脈，不單是有機會大家加強學術研究合作，也讓

我們增加舉辦國際會議的經驗。 

 
第二十三屆台灣癌症聯合學術年會心得 

台北和信醫院 沈科宏醫師 

 

第二十三屆台灣癌症聯合學術年會於 5/5 及 5/6 在台

北市萬豪酒店舉行，病理學會於 5/6 上午的時段在狹長的

春夏秋廳舉行為期半天的研討會，講題綱要為“molecular 

and pathology updates for tumors of endocrine 

organs”。這次一共為會員邀集三位國內外病理學專家：

潘競成教授、Thomas J. Giordano 教授以及 Kennichi 

Kakudo 教授。 

潘競成教授非常用心地幫大家整理了 WHO 關於

“tumors of the adrenal medulla and extra-adrenal 

paraganglia”以及“inherited tumor syndromes”章節

新舊版的差異性，舉例說明：pheochromocytoma 以往有

個“ten-percent tumor”稱號，其中一個特性是 10%家族

遺傳，不過近年來發現高達 30%的腫瘤有 hereditary 

germline mutations，目前已知牽涉的基因包含了至少 19

個；惡性 pheochromocytoma 的定義必須要出現遠端轉

移才行，新版 WHO 則將 pheochromocytoma 視為皆有

遠端轉移的可能，不再冠上惡性來區分這類腫瘤。潘醫師

另外強調這類的腫瘤可以染 Ki-67 以及 SDHB 兩個免疫染

色，其中 Ki-67 labeling index 目前如何計算沒有定論但可

提供參考，而 SDHB 缺失除了可以協助找出遺傳性腫瘤外，

這類的突變有比較高的機率會出現轉移。我個人實務上遇

到遺傳性腫瘤症候群(hereditary tumor syndromes)的經

驗 不 多 ， 只 遇 過 少 數 Lynch syndrome 、 familial 

adenomatous polyposis 或是 NF1 的病人，其他的症候群

幾乎只在會議上或是書本上看過，藉由潘教授的分享，提

醒我們遇到這類腫瘤，可以再詳細參照書上的內容，看看

是否病人是遺傳性的問題。 

 

Thomas J. Giordano 教授則為我們帶來兩個講題

“The Cancer Genome Atlas: Adrenal tumors project”

和 “ The Cancer Genome Atlas: Papillary thyroid 

carcinoma project”。在第一個演講中，教授精要地為我

們說明在 adrenocortical carcinoma 上目前基因研究正如

火如荼地進行中，相關的成果包含找出 novel somatic 

gene alterations ， 如 TERF2 、 RPL22 等 ； emerging 

molecular classification: 3 class cluster of cluster 

solution 等等，從演講過程中可以體會到距離實際實務應

用雖然還有段距離，但是對於腫瘤的發生成因會有更鉅細

靡遺的理解，除此之外教授也跟我們分享了平常他遇到這

類腫瘤的做法，包括染 Ki-67、p53、β-catenin 和 Lynch 

marker 免疫組織染色等等，透過這堂課可以認識到原來這

類腫瘤也是 Lynch syndrome 病人會發生的腫瘤之一。在

第二個講題教授則說明 PTC genomic research 的進展，目

前已知可將此類腫瘤區分成 RAS-like 和 BRAF-V600E-like

這 兩 大 類 ， 並 能 在 實 務 上 和 形 態 學 做 結 合

(genotype-phenotype correlation)，在診斷上重新歸納

分類，在不久的將來應該能帶來治療上的突破。 

Kennichi Kakudo 教授以輕鬆幽默的口吻為我們整理

講述甲狀腺腫瘤在實務上常常可以應用到的概念，包含

follicular neoplasm、NIFTP、follicular thyroid carcinoma

的被膜或血管侵犯(capsular or vascular invasion)判定標

準、PTC 的各種 variants 等等主題，我覺得這堂課最重要

的觀念就是充分仔細切取檢體的重要性，教授提到兩種切

甲狀腺 follicular neoplasm 的方式：切西瓜皮或是削蘋果

兩種，不論是哪一種方式，都能讓我們較精確地判定有無

被膜或血管侵犯，有許多的誤判都是來自於沒有仔細切取

檢體所造成。 

雖然只有短短半天不到的時間，相信與會成員都能從

中獲得不少新知，非常感謝學會的用心，能讓我們和國內

外的學者專家面對面，接受到在各領域的最新研究成果與



 

4 

發現，對我們實務上對病人的診斷一定大有幫助，期待能

讓病人獲得更適切的治療與照顧。 

 

              會  員  園  地               

如夢似真，北海道仲夏夜之夢  
(Déjà vu, my summer dreams in Hokkaido) 

嘉義基督教醫院 陳建欽醫師 

 

“We live in the world when we love it.”  

(當我們真正熱愛這個世界時，我們才真實地活著) 

 

“我的動力就是來自於對我的國家和學會的熱情，強烈而

持續地想讓世界，看見台灣。” 

 

這已經是我連續第三年參加日本臨床細胞學會年會

(Japanese Society of Clinical Cytology)，該學會有春、秋

兩次年會，為了增進國際交流，每年春季年會都設有國際

海報展示單元(International poster session)，邀請各國的

醫檢師、學生、醫師參加。有意願投稿者必須於前一年的

12 月底之前，將論文題目與 250 字的摘要上傳至大會網

站。大會將隨後進行專家審核，約莫農曆新年後的三月，

投稿者就會收到來自大會的海報接受函(acceptance letter)

以及相關的海報規定(英文書寫、長 x 寬在 210 x 90cm 以

內)。不只是要張貼海報，每個報名者必須親自在海報前演

說五分鐘，再由座長(moderater)或聽眾當場面對面提問五

分鐘。雖然是短短的十分鐘，但對大多數的亞洲人來說都

相當地煎熬，主要的難關來自於說英文的壓力、害羞與面

對群眾的恐懼。這三年以來，台灣一直是這個單元最主要

的投稿國家，每年我們的海報投稿都超過十篇以上，而且

每一位細胞醫檢師或醫師都非常優秀及努力，才會讓日本

主辦單位每年都願意給我們所有海報演講者高額報名費與

大會晚宴的完全減免。另外，藉由參與國際海報單元，我

們才有機會認識到其他國家的同儕(例如哈薩克、尼泊爾、

泰國、越南、菲律賓、日本、南韓等)，增加彼此的認識與

交流，對自己和學會都能帶來不同的視野與生命的可能性。 

由於日本臨床細胞學會是擁有眾多臨床醫師、醫檢

師、病理醫師的萬人學會，因此每年都會輪流由不同的大

學主辦，去年春季年會是由大阪大學主辦，今年則由北海

道大學接手，會議地點就在北海道最大的都市-札幌市

(Sapporo)。除了國際海報之外，每年的主辦方也都會邀請

著名的國際學者來演講，今年有兩位講者---來自哈佛大學

的 Bill Faquin 教授(細胞學最高點數的雜誌主編)以及西雅

圖華盛頓大學的 David Chhieng (黃國輝教授，有機會是下

一屆美國細胞學會的主席)。 

這次年會我除了去貼海報，很榮幸也被主辦單位邀請

為國際海報單元的主持人之一，其他主持人們(神戶大學的

伊藤教授、熊本大學的南部教授、華盛頓大學的 David 

Chhieng 教授、哈薩克的 Zhanara Yeleubayeva 醫師、小

林忠男教授)剛好也都認識，也因此大家合作地相當愉快。

台灣今年總共有 14 篇海報被接受展示，佔全部 22 篇海報

的將近三分之二比例，而且絕大多數都是醫檢師的海報(除

了我、劉之怡主任、莊世松教授這三位醫師)，相當讓人振

奮。這次我也身兼台灣團的團長，我們半年前就建立 Line

群組的聯絡，我從二月就開始叮嚀大家盡早訂機票與安排

住宿、說明我向主辦單位爭取的費用減免細節、並解決大

家各種林林總總的疑惑。很高興直到會議當天，早上九點

開始的海報口頭報告，大家都能準時出現，臨場的英文演

說也都流暢通順，讓其他主持人很訝異竟然大多數都是醫

檢師來報告！他們也非常稱讚我們持續鼓舞更多人來參

加，這表示我們學會有越來越多人有經驗或是有勇氣來參

加國際會議!對一個學會的國際化及成熟度來說，是相當重

要的。 

 

席間有人問了我一句話：你為何熱衷於參加會議?我不

假思索地說：對個人來說，我不該花時間準備那麼多場海

報，而該專注寫更多期刊文章。也的確有不少題材早就該

好好寫和投稿(老師們對不起！)。但我會持續地參加不同的

會議和貼海報，一來是為了保持初心，二來是希望影響更

多人來參加。口頭海報討論是科學生涯最初的一步，如果

我的學會能有更多人來貼海報，表示他們願意嘗試克服使

用英文與面對人群的恐懼，尤其對醫檢師來說，將會是跳

躍式的成長。 

我不知道我將會堅持多久，但如果沒有漣漪，這個學

會就將會是一灘死水。當你在埋怨環境、機會和薪水的時

候，不要忘記要替自己還要更多人創造機會與可能。不要

讓現實永遠箝制了你，勇敢地踏出去，我們的祖先如果沒

有勇於迎向未知的血性，也不可能有今天的我們。 

在黃昏的新千歲機場，暮光灑落在我筆電鍵盤上，這

篇心得字字寫來也讓我感懷。一百多年前從美國麻州

Massachusetts 來 到 遙 遠 北 海 道 創 立 北 海 道 大 學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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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 S. Clark 博士曾說過“Boys, be ambitious!” (少

年們，要胸懷大志啊!)，他在一百多年前對他學生的期許，

正適合保有赤子之心的我們!一起加油吧! 

 

             學 術 活 動 快 報             
 
活 動 名 稱 ： [ 高 雄 場 ]-Molecular Pathology in Breast 
Cancer  
活動時間：2018 年 7 月 7 日 13:30 –16:50 
活動地點：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啟川大樓六樓 第二講
堂 
 
活 動 名 稱 ： [ 台 北 場 ]-Molecular Pathology in Breast 
Cancer  
活動時間：2018 年 7 月 14 日 13:30-17:00 
活動地點：大醫學院 103 講堂 
 
活動名稱：北區跨院病理科 GYN Pathology 討論會 
活動時間：2018 年 7 月 14 日 9:30 – 11:30 
活動地點：北榮總病理部 醫學科技大樓 5 樓 5030 會議室 
 
活動名稱：台灣病理學會細胞診斷繼續教育-南區 
活動時間：2018 年 7 月 21 日 14:00 – 17:00 
活動地點：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病理科 
 
活動名稱：頭頸部病理討論會 
活動時間：2018 年 7 月 28 日 09:00 – 11:30 
活動地點：台北榮總病理檢驗部 (科技大樓 5 樓多頭顯微鏡
室) 
 
活動名稱：台灣病理學會細胞診斷繼續教育-中區 
活動時間：2018 年 8 月 11 日 14:00 – 17:00 
活動地點：台中榮民總醫院病理部 
 
活動名稱：Updates on Tumor Pathology and 
Implications in Treatment 
活動時間：2018 年 9 月 9 日 9:30 – 16:00 
活動地點：台中(協辦單位：台灣諾華) 
 
活動名稱：台灣病理學會細胞診斷繼續教育-南區 
活動時間：2018 年 9 月 15 日 14:00 – 17:00 
活動地點：高雄防癌醫療財團法人 
 
 
活動名稱：南區跨院病理科 GYN Pathology 討論會 
活動時間：2018 年 9 月 29 日 9:30 – 11:30 
活動地點：高雄長庚解剖病理科會議室 
 
 
活動名稱：台灣病理學會細胞診斷繼續教育-東區 
活動時間：2018 年 9 月 29 日 14:00 – 17:00 
活動地點：羅東聖母醫院病理科 
 

http://www.twiap.org.tw/events/event_content.asp?ID=935&EduType=1
http://www.twiap.org.tw/events/event_content.asp?ID=935&EduType=1
http://www.twiap.org.tw/events/event_content.asp?ID=936&EduType=1
http://www.twiap.org.tw/events/event_content.asp?ID=936&EduType=1
http://www.twiap.org.tw/events/event_content.asp?ID=896&EduType=1
http://www.twiap.org.tw/events/event_content.asp?ID=926&EduType=1
http://www.twiap.org.tw/events/event_content.asp?ID=944&EduType=1
http://www.twiap.org.tw/events/event_content.asp?ID=944&EduType=1
http://www.twiap.org.tw/events/event_content.asp?ID=923&EduType=1
http://www.twiap.org.tw/events/event_content.asp?ID=943&EduType=1
http://www.twiap.org.tw/events/event_content.asp?ID=943&EduType=1
http://www.twiap.org.tw/events/event_content.asp?ID=927&EduType=1
http://www.twiap.org.tw/events/event_content.asp?ID=897&EduType=1
http://www.twiap.org.tw/events/event_content.asp?ID=930&EduType=1

